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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伴抑郁症患者心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白静静 1 、 雒　娜 1 、 王顺达 1 、 徐　立 2 

【摘要】目的　探讨氟西汀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CHF）伴抑郁症患者心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104 例老年 CHF 伴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52）予以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观

察组（n=52）在此基础上加用盐酸氟西汀治疗。评价治疗前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明尼苏

达心力衰竭生活质量调查表（LiHFe）评分，并测定心功能及血浆 B 型脑钠肽前体（NT-proBNP）水

平。结果　治疗 1、3、6 个月后，观察组的 HAMD 评分和 LiHFe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治

疗 3、6 个月后，观察组的 LVEF、CO、6MWD 显著高于对照组，血浆 NT-proBNP 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5）；观察组再入院率、全因死亡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氟西汀治疗老年 CHF

伴抑郁症安全有效，可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及心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并改善临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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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luoxetine on cardiac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chronic heart failure patients with 
and depression　BAI Jingjing，LUO Na，WANG Shunda，et al. Shaanxi People's Hospital，Xi’an 71006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fluoxetine on cardiac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CHF）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4 elderly CH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n=52）received conventional anti-heart failure drug therapy，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n=52）received fluoxetine hydrochloride on this basis. The scores of HAMD and LiHFe 

were evaluated and the cardiac function indexes and plasma NT-proBNP were detec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t 1st，3rd，6th month after treatment，the HAMD and LiHF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t 3rd，6th month after treatment，the LVEF，CO and 6MW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plasma NT-proBN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P<0.05）；The re-admission and all-cause mortality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fluoxetine can improve the depressive symptoms，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ar-

diac function on elderly CH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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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CHF）是多种心脏疾病的终末阶

段，病程长、难治愈、需要反复住院。患者极易并

发抑郁等不良情绪［1］。文献显示：CHF 患者抑郁症发

生率高达 25.6％～60.9％，约为普通人群的 10 倍［2］。

老年 CHF 患者由于身体机能机减退且多伴有基础疾

病，应用抗抑郁药物治疗可能产生药物相互作用并

增加不良反应发生风险，故其抗抑郁药物治疗仍持

谨慎态度。本研究观察分析了氟西汀对老年 CHF 伴

抑郁症患者心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旨在为该类

患者的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且获得患者及其

家属知情同意后，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我院收

治的老年 CHF 伴抑郁症患者 104 例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1）符合《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4》［3］CHF 诊断标准，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

心功能分级Ⅱ～Ⅳ级；（2）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24
项（HAMD-24）［4］评分≥ 20 分，经 2 名精神科医师

确诊为抑郁症，；（3）年龄≥ 60 岁；（4）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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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功能、语言沟通能力正常。排除标准：（1）既

往精神神经系统疾病史、精神病家族史者；（2）急

性心力衰竭、急性心肌梗死、近期外伤或手术史者；

（3）正在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或抗抑郁药物或接受心

理治疗者；（4）先天心心脏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

恶性肿瘤、安装人工起搏器、肢体功能障碍者。患

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52 例，两

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 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n（％）］

组别
性别

（男/女）
年龄

（x±s，岁）
病程

（x±s，年）

NYHA分级 病因

Ⅱ级 Ⅲ级 Ⅳ级 CHD HHD RHD 其他

观察组（n=52） 24/28 69.23±5.12 5.61±1.34 16 27 9 27 13 7 5

对照组（n=52） 22/30 70.23±5.41 5.43±1.12 18 23 11 24 14 6 8

χ2/t 0.156 0.968 0.743 0.638 0.983

P 0.693 0.335 0.459 0.727 0.805

注：CHD冠心病，HHD高血压性心脏病，RHD风湿性心脏病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按《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4》

予以常规抗心衰治疗，包括治疗基础疾病、合理饮

食、充分休、应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

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利尿剂、血

管活性药物及强心药物等，并由经心理学培训的专

业医师进行心理干预，30min/ 次，2 次 / 周。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盐酸氟西汀 20mg 口服，1 次

/d，每日晨起顿服。两组药物及心理干预疗程 3 个

月，治疗期间不予其他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心境

稳定剂等。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及治疗 3、6 个月末评价心理状态、生

活质量及心功能：（1）心理状态：采用 HAMD-24 量

表［4］评价抑郁症状，总分≥ 20 分判定为抑郁，得分

越高则抑郁障碍越严重；（2）生活质量：采用明尼苏

达心力衰竭生活质量调查表（LiHFe）［5］评价生活质

量，总分 0～105 分，得分越高则生活质量越差。（3）
心功能评价：采用心脏彩色超声多普勒诊断仪测定左

室射血分数（LVEF）及心排量（CO），以心电图检查

校正 QT 间期（QTc），并在安静环境下测定平地 6min

步行距离（6WMT），晨取空腹静脉血采用电化学发

光免疫法（ECLIA）测定血浆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

（NT-proBNP）水平，试剂盒由南京基蛋生物科技骨

粉有限公司提供。（4）不良反应：治疗前后各检查 1
次肝肾功能、心电图，统计不良反应发生情况。（4）
临床预后：随访观察 6 个月，统计因心衰加重再住院

情况及死亡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版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符合正

态分布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比较经 t 检验；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比较经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 HAMD、LiHFe 评分评分比较

治疗后 3、6 个月两组 HAMD、LiHFe 评分均显

著降低，且治疗后各时间点观察组评分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HAMD、LiHFe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3个月 治疗后6个月

HAMD 观察组（n=52） 29.52±5.47 14.02±2.23 9.02±1.78

对照组（n=52） 30.41±5.79 21.12±3.45 16.29±2.23

t 0.806 12.463 18.373

P 0.422 0.000 0.000

LiHFE 观察组（n=52） 67.89±6.43 26.78±4.42 20.02±4.13

对照组（n=52） 69.24±7.21 40.29±5.13 35.19±4.25

t 1.008 14.387 18.459

P 0.316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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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临床预后比较

随访 6 个月，观察组 11 例（21.15％）再入院，

3 例（5.77％）全因死亡；对照组 23 例（44.23％）再

入院，12 例（23.08％）全因死亡。观察组的再入院

率及全因死亡率显著低于对照组（χ2=6.292、6.310，

P=0.012、0.012<0.05）。

2.4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 2 例嗜睡，1 例失眠，3 例兴奋或激越，

1 例口干，1 例食欲下降，不良反应率为 17 .31 ％

（9 /52）；对照组 1 例口干，2 例恶心呕吐，1 例

食欲下降，不良反应率未 7 .69 ％（4 /52）。组间

不良反应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 .198，

P=0.138>0.05）。

3　讨论

CHD 自身可作为一种应激源而诱发或加重抑郁

障碍，部分药物（如β受体阻滞剂、洋地黄等）所致

神经系统不良反应也可诱发或加重抑郁症状［6］。而

抑郁障碍可通过迷走神经功能紊乱、儿茶酚胺过度

释放、交感 - 肾上腺系统兴奋性增强、心脏压力反

射调节能力受损及心率变异性下降等而诱发冠状动

脉缺血，加重 CHD 病情［7］。抑郁状态下患者的治疗

依从性降低。因此，治疗 CHD 患者的抑郁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氟西汀是一种常用的抗抑郁药物［8］。

本研究发现：两组治疗后 3、6 个月时 HAMD 评

分均获得显著降低，且观察组的 HAMD 评分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此外，观察组治疗后第 3、6 个月，

LVEF、CO 较对照组显著提高，6WMD 显著延长。

NT-proBNP 是临床诊断和评价 CHF 的重要血浆标志

物［9］，本研究发现：两组治疗后血浆 NT-proBNP 水

平均显著降低，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以上结果

证明氟西汀改善老年 CHD 患者的抑郁症状，也改其

心功能，增强运动耐力。CHF 患者即便获得良好的

药物治疗，院后 3～6 个月内再入院率仍高达 50％

左右，［7］。本研究发现观察组随访 6 个月再入院率及

全因死亡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21.15％ vs 44.23％，

5.77％ vs 23.08％，P<0.05），这与赵荣诚等［10］的研

究结果相符。患者心功能和再入院率的改善可能是

由于氟西汀的应用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状态，减轻社

会、心理及生物效应对患者心血管系统的负性影响，

从而改善心肌缺血。同时，随着抑郁水平的改善，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提高，且自主神经功能改善。此

外，氟西汀具有一定的抗炎、免疫调节作用，所以

更有利于病情康复［11］。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 3、6 个月时，两组患者的

LiHFe 评分均显著提高，而观察组始终显著高于对照

组。证实氟西汀能够有效改善 CHD 患者的生活质量。

氟西汀安全性较高，用于老年患者安全可靠［12］。本

研究也发现：，观察组与对照组在不良反应方面并无

显著性差异（17.31％ vs 7.69％），氟西汀没有引起心

电图异常改变。

2.2　两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 3、6 个月，两组 LVEF、CO、6WMD 均显著

提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血浆 NT-proBNP

水平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两组 QTc 均无明显变化（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x±s）

项目 组别 LVEF（％） CO（L/min） QTc（s） 6WMD（m） NT-proBNP（ng/L）

治疗前 观察组（n=52） 30.49±4.56 3.81±0.72 0.36±0.03 234.51±32.14 2645.19±211.23

对照组（n=52） 31.19±5.23 3.85±0.81 0.37±0.03 237.19±33.45 2578.24±208.19

t 0.727 0.266 1.600 0.417 1.628

P 0.469 0.791 0.092 0.678 0.107

治疗3个月 观察组（n=52） 40.21±5.63 4.63±1.13 0.37±0.03 389.12±40.19 982.12±105.67

对照组（n=52） 37.71±5.47 4.02±1.04 0.38±0.04 312.24±37.68 1134.49±129.87

t 2.297 2.864 1.442 10.063 6.562

P 0.024 0.005 0.152 0.000 0.000

治疗6个月 观察组（n=52） 45.12±6.44 5.71±1.26 0.39±0.04 490.21±45.01 654.52±78.91

对照组（n=52） 41.43±5.98 5.22±1.23 0.38±0.04 410.23±42.28 820.19±86.45

t 3.028 2.007 1.275 9.339 10.206

P 0.003 0.047 0.205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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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氟西汀辅助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老

年 CHD 伴抑郁症安全有效，能够显著改善患者抑郁

状态的同时更好地改善心功能，并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且不会增加心电图异常等风险。但本研究样

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所以还需要更多的

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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